


• 融匯古今 ． 學貫中西

• 立足灣區 ． 放眼全球

• 兩岸三地 ． 精英網絡

• 

• 

大學簡介

課程特色

課程結構

EMBA(中文)簡介
項目介紹
香港中文大學EMBA（中文）創立自2005年，積累
十餘年教學經驗及全球校友網絡，分為綜合管理課
程與金融科創課程。

綜合管理方向

貫徹「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教學
宗旨，為大中華區企業高級管理人提供現代化管理
理論與實踐經驗，開拓創新思維和國際視野，提高
應對市場挑戰和機遇的能力。

金融科創方向

憑藉中西合璧深厚的教育傳統，扎根金融財務、涵蓋
創新創業，助力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推動新經濟發
展。旨在培養具有長期價持有理念的企業領袖。

培育目標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的EMBA課程，素來為世界
各地的高級管理人員提供高質量的商學教育。
經過多年努力，這項課程已在全球取得高度認
可。EMBA（中文）亦秉承同樣的教育理念，致
力於為高級管理人員提供優質的商學教育，焦點
集中於大中華市場的整合，平衡理論與實踐，協
助學員實現下列目標：

1. 充分掌握現代管理理論與方法，以儲備高級管
理人員承擔管理職責所需具備的能力；

2.	 加強解決問題與決策的能力，提升所在企業的
競爭優勢；

3. 引用全球最佳管理實踐案例以加強學員的分析
能力和戰略思維。

• 營銷管理 
• 商業談判 
• 市場情報管理 
• 市場學專題研討 
• 行為策略

市場洞察與營銷

5間由中國科學技術部批准成立
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具備國際
一流水平的研究能力，完成國
家交付的科研重任4楊振寧教授(物理系） 

詹姆斯．莫理斯爵士(財務學系及經濟系） 
羅伯特．蒙代爾教授(經濟系） 
高錕教授(電子工程學）

名諾貝爾獎得主

28 個卓越學科領域

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選定了

集中資源資助本地大學進行
研究，其中十一個由中大學
者負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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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紹

137.3公頃

校園面積

俯瞰吐露港，是全港最寬廣、
最綠意盎然的校園

兩文
三語

中、英

廣東話、普通話、英語

教學優勢

實行獨特的書院制度
合共有9所書院8包括文學院、商學院、 

教育學院、工程學院、 
法律學院、醫學院、 
理學院，以及社會科學院

大學院

• 成立於1963年

• 香港第一所創辦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	（EMBA）的院校

• 亞洲首兩家、香港首家獲美國國際管理教
育協會	（AACSB	International）資格認證
的商學院

• 作為香港商管教育的先驅，香港中文大學
EMBA	課程在國際上亦享有極高的聲譽

• 會計 
• 商務分析 
• 策略資訊系統
• 運營與供應鏈

戰略 

公司運營與決策

• 管理經濟學 
• 公司管理 
• 財務管理 
• 指導研究 
• 人力資源管理

• 公司治理 - 東亞
視角 

• 人工智能與大數
據戰略 

科技創新與發展

• 金融科技與金融服
務轉型 

• 創新科技企業融資 
• 創新策略管理 

• 貨幣政策與全球
金融市場 

• 資本市場及大中
華區企業融資

• 金融投資

國際經濟與金融

• 國際金融制度與公司 
治理專題研討 

• 收購與合併
• 財務專題
• 資產證券化和結構金融 

商管戰略與智慧

• 公司和金融法 
• 家族企業治理 
• 戰略與創新管理 
• 工商管理問題

研討

• 商業與管理專題討論
• 環球工商管理考察

研究
• 企業策略

以上課程僅供參考，最終以課程開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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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排名
• QS世界大學排名：全亞洲第13位，全球第39位

•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全亞洲第7位，全球第49位

• 路透社亞太區最具創新力大學排名：全港第1位（2016-2019）

•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國際化大學排名：全球第9位

•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全港第1位

• 美國發明專利全球前100家大學：全港第2位，全球第79位

「校友推薦計劃」旨在為受到港中大
EMBA（中文）項目校友/在校生或商學院教
員（非項目面試官）推薦且獲得EMBA（中
文）項目錄取的學生予以獎學金鼓勵。	

請參閱官網:	

校友推薦計劃

2022級學生資料統計 平均年齡	40歲

區域分布

職務分布

行業分布

 男女比例
2% 華中

2% 華北
2% 西南

2% 香港

13% 華東(包括上海)

15% 北京

22% 華南 (不包括深圳)

42% 深圳

64% 董事長 /總經理 /董事 /
總裁 /副董事 /始創人

33% 副總經理/副總裁/總監

3% 其他

41% 女性59% 男性

24%
旅遊/娛樂/

文化創意貿易/零售/
餐飲/物流

21%
化工業/制造業/

生物科技/醫療/食品

19%
金融科技/
投資/保險

19%
互聯網/通訊/

信息技術/高新科技

11%
教育/社會企業/
法律/會計/咨詢

6%
建築/房地產/
資產管理

獎學金計劃
項目將於2022-23學年開設獎學金，嘉獎取
得優異學業成績的同學，以鼓勵同學精進研
習、追求卓越。

請參閱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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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教授 Prof. King, Ambrose Yeo-chi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及新亞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PITT）哲學博士 

李宏毅教授 Prof. Li, Hongyi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博士 

張華教授 Prof. Zhang, Hua 
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碩士（兼讀制）課程主任 
商學院金融學系教授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金融博士 

賈建民教授 Prof. Jia, Jamie Jianmin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市場學系客座教授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Texas at Austin）博士 

潘國豪博士 Dr. Poon, Stephen Kwok-ho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市場學系專業顧問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博士 

楊海仁教授 Prof. Yeung, Jeff Hoi-yan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EMBA（中文）課程主任 

曾任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主任 
曾任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供應鏈管理專業應用教授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QUT）製造系統工程博士 

張曉泉教授 Prof. Zhang, Michael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創新與影響力） 
曾任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教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管理學博士

課程師資

劉民教授 Prof. Liu, Ming 

香港中文大學 EMBA（中文）課程主任
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金融財務工商管理課程主任

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

戴先熾教授 Prof. Dai, Xianchi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市場學系副教授 

市場學博士項目主任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管理學博士 

高群耀博士 Dr. Gao, Jack Q.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管理學院客座教授

移動電影院創始合夥人兼首席執行官
曾任微軟中國有限公司（NASDAQ：MSFT）總裁兼總經理 

曾任歐特克公司（NASDAQ：ADSK）全球副總裁兼亞洲最大發展地區總裁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工程博士

徐寧教授 Prof. Hsu, Vernon Ning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卓敏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講座教授 

工商管理博士DBA(中文) 課程主任 
美國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商業管理博士 

黃輝教授 Prof. Huang, Robin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法學博士 

湛家揚教授 Prof. Charm, Toa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管理學專業應用副教授  
亞太工商研究所業務拓展主任
曾任香港數碼港、IBM、甲骨文、匯豐銀行、金蝶及怡和高管 
OpenCertHub主席 
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博士 

范博宏教授 Prof. Fan, Joseph P. H.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會計學院/金融學系聯席教授 
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金融學博士 

顧朝陽教授 Prof. Gu, Zhaoyang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會計學院教授 
美國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會計學博士 

胡曼恬教授Prof. Hu, Mandy Mantian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市場學系副教授
消費者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市場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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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點滴
開學週

企業參訪

日常課堂

戈壁

環球考察

峰會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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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
申請者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 具有認可的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 具有至少7年工作經驗，其中包括至少5年管理
經驗。

• 現擔任高級管理層職位。

 

報名方法
線上申請

您可在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EMBA/MBA/ 
Master’s Application Portal上建立您的帳戶， 
並選擇報讀「Executive	MBA（中文)(兼讀制）」 
按網上平台報名指引完成申請步驟。

郵寄或電郵申請表

如有興趣，您也可以以電郵方式連同以下文件發送至	 
enquiry-embachinese@cuhk.edu.hk 供我們為您初審和作進一步咨詢。

• 學士或以上學位證書掃瞄本

• 電子版公司宣傳冊（如有）

報名詳情

(本課程相關資料均以我校最新公佈為準，其最終解釋權歸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錄取程序

暫定申請日期

提前批申請:	2022年9月

第一輪申請:	2022年12月

第二輪申請:	2023年3月

第三輪申請:	2023年4月

課程費用
2023級全期課程費用為港幣91萬元（註）（包
含教學費、教學材料、部份上課期間餐飲、香
港模塊住宿費用）。

註：以大學審批為準，簽證費用及相關交通費用自理

微信咨詢 

報名指引線上申請

1

2

3

4

申請者提交報名資料

經過嚴格篩選獲得面試機會

擇優錄取獲得入學資格

錄取委員會將會對申請者進
行全方面的評估

課程安排
秋季入學，香港校園本部及全球範圍內的合適授課地點	。

綜合管理及金融科創兩個方向，學制兩年，共45學分。 
每月連續四天集中學習（註）一般為週四至週日。

註：「開學週」及海外模塊則可能歷時五至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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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EMBA(中文)］

地址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749室
電話	 ︱香港直線：+852	3943	5434		
	 	 深圳直線：+86	0755	8692	0071											 	
電郵	 ︱enquiry-embachinese@cuhk.edu.hk
地址	 ︱香港：香港新界沙田澤祥街12號鄭裕彤樓7樓749室
												 	 深圳：深圳市南山區高新粵興二道10號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3樓
官網	 ︱http://embachinese.baf.cuhk.edu.hk

立即掃描二維碼以獲取最新資訊 微信掃碼諮詢


